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會議紀綠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15
地點：中學部三樓會議室
出列席：如簽到表
主席：鍾校長興能
壹、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通過。

貳、

上次行政會議（108 年 9 月 16 日）決議執行情形：無

參、

主席致詞：

記錄：陳淑宜

一、 本週中學部所有工作重點皆為校務評鑑，另外在校園環境訪視時我會帶評鑑召集人介
紹本校特色，將會到小學部及幼兒園參觀，屆時請小學及幼兒園協助環境事宜，請大
家一起努力，為本週評鑑做最好準備。
二、 本校三期續建工程已在進行，若工程進行中會發出較大聲響之工程，請總務處提前告
知各班。

肆、

各處室工作報告：

秘書室
東海大學 109 學年度各學制各入學管道招生考試期間，建請大力配合避免在該日期安排大型
活動，以免彼此互為影響造成不便。
一、 碩博士班甄試入學：108/11/16、17、19、22、23 面試。
二、 特殊選才：108/12/21 面試。
三、 寒假轉學考：109/1/13 面試。
四、 碩士班考試入學：109/2/27～3/8 面試，3/8 筆試。
五、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109/3/7～3/8 面試。
六、 繁星新生歡迎會：109/3/21。
七、 學士班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109/4/18～4/19，預估報名人數 5,500 人。
八、 博士班考試入學：109/4/30～5/3 面試。

幼兒園
一、
二、
三、
四、

9/20 完成地震防災演練與宣導。
9/27 感謝老師活動，透過猜猜看小偵探活動，讓小朋友更認識全園老師並表達謝意。
東海教職員工子女 109 學年招生，已經公告在附幼招生網站，期限至 10/18。
總務組: 全園幼兒平安保險於 9/30 繳費完成，並將相關資料郵寄至教育局幼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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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衛生組：
(一) 10 月初會到各班測燈光亮度。
(二) 腸病毒高峰期若有腸病毒案例，要先知會園長和衛生組，屆時需到校安系統通報。
六、 特教組:
(一) 本學期特殊需求生，巡輔老師已於 9/12 入園輔導。
(二) 全園幼生發展檢核表已於 9/25 完成初篩檢測，目前有 6 名幼生尚須做做複篩。
七、 餐點組:自 9 月份起餐點再次修改更健康的食材，白米飯加入更多種類的穀物，為幼
兒健康持續把關。
八、 10/21 教師專業輔導第三次輔導輔導重點
(一) 入班檢視教室情境與學習區是否連結主題課程。
(二) 檢視教學計劃與紀實是否提供幼兒連貫性之學習經驗。
(三) 討論語文區實際現況，是否與主題相輔相成。
(四) 討論各班落實團體/小組進行課程之實際運作。

小學部
一、 六忠陳威滕、林宥伶、王品璇;六孝陳名琯及五忠鄭鈞鏵合作，參加教育部舉辦 108
年憶起教師節徵件比賽-短片組榮獲全國國小組優等(等同第二名)，可喜可賀
二、 謝謝學務處 9/27 主辦之「敬師禮讚」活動，除了感謝老師的教導，也為孩子提供表
演舞台，展現各項傑出的才藝。
三、 鼓勵孩子多向圖書館借書，透過大量閱讀豐富背景知識，也推廌老師多利用「愛的書
庫」共讀書箱資源，指導孩子提升有效閱讀理解與思考能力。
四、 每週週報內容請老師們於適當時間提醒孩子留意，尤其是 ABC Park 內容也請國際處
同仁於平日教學中落實執行。
五、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贈熱愛生命獎章活動中播放之生命鬥士影片，可提供做為生命教
育宣導資訊，啟發孩子奮力向上、熱愛生命之學習。

教務處
一、 每週二字：秉:秉公處理 稟:天賦異稟
二、 完成合唱團參加全國音樂比賽台中市初賽報名。
教學組
一、 10/15(二)~10/17(四)科學週闖關活動籌備。
二、 108 學年度臺中市美術比賽初賽入選校內初選名單張貼在第一辦公室外看板。凡作品
投稿完整者獎勵 1 朵梅花，作品獲入選獎勵 3 朵梅花 ，教學組已統一在學生資訊系統
發放。
三、 近期公開授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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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

公開課
日期

星期

節次

班級

學習
領域

科目
名稱

教學
單元

授課教室/
地點

2019/9/24

二

7

五仁

社會

社會

2-1：
台灣的地形

五年仁班

張勝輝

觀課教師：李佳麟、廖啟宏、陳明慧、卓琪程
2019/9/27

五

6

藝術與
人文

五孝

王淇

美勞

布袋戲

第二美勞
教室

觀課教師：蕭莉慧、戴依蓉
※9/30(一)公開授課登記截止。
四、 康軒業務將於 9/26(四)於第二辦公室收取卓越盃數學及閱讀競賽款項及報名表，請
導師協助轉達學生。康軒會免費提供給每班「數學精選試題」
、
「計算高手」兩本數學
書籍給老師輔助教學用。
五、 本週參加校外比賽訊息:
（一） 9/28(六)台中市語文競賽複賽，六年孝班劉宇宸代表學校參加閩南語演說比賽，
祝再創佳績。
（二） 9/28(六)六忠張韶倫、六愛蔡佳臻代表學校參加 108 年第 15 屆地理知識競賽複
賽。
（三） 相關賽程資訊已轉知指導老師轉達給參賽選手，請老師提醒學生比賽注意事項、
比賽時間及地點，請學生提早到場準備，預祝比賽順利創佳績。
註冊組
一、 持續進行 109 學年度小一新生資料整理與製作通知單、多元探索活動需用品請購。
二、 本學期轉入生學籍 xml 資料追蹤與建檔。
三、 完成小一新生探索活動收費金額、繳費期限、通知單文稿討論事宜。
圖書組
一、 謝謝一年級學年老師推薦使用「愛的書庫」共讀書箱資源，若是班級有需圖書組協助
申請借閱，可與圖書組聯繫。
二、 康軒贈送每班兩本卓越盃題本提供導師教學使用，將於週四放至信箱。

學務處
一、 9/25（三）早上 8：00 於活動中心辦理五年級德目短講。中心德目：合作。主講人：
毓蘭老師。
二、 9/25（三）中午 12：35 於活動中心進行敬師禮讚活動第 2 次預演，請有參加演出的
同學準時至活動中心集合。節目單詳如附件，請老師們參閱！
三、 週五發放 10 月份品格單。中心德目：「專注」。
四、 經與國際教育處討論後，防震疏散演練路線圖修正已公告，請老師們參閱。如有相關
改進意見，歡迎與學務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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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一、 下學期之「兒童節慶祝會」及「園遊會」仍是鼓勵學生組隊上台展現舞藝，想參加的
同學(可跨班、跨年級)可提前開始準備。下學期會再發下正式通知讓學童至報名網頁
完成表單報名，屆時需再繳交舞蹈音樂(4 分鐘內)的 mp3 檔案與自行錄製的舞蹈表演
影片檔(供學校了解表演內容)，學校將考量舞蹈類型分兩梯次分別於「兒童節慶祝會」
與「園遊會」兩個時間表演。
二、 12/20(五)聖誕節慶祝會仍延續去年的方式與國際教育處的英語表演一起呈現，請各
學年可以開始準備學年表演活動，決定各年級音樂後(需選擇英文歌，並由國際教育
處安排老師協助教唱)請先在學年主任群組公告以避免與其他學年重覆。
三、 發下四至六年級「級會記錄簿」，請導師詳閱「108 學年度上學期四至六年級級會活
動實施注意事項」並按時完成四次會議。
體衛組
一、 近期早晚溫差大，流感疫情有上升趨勢，如有學生疑似罹患流感應讓其戴上口罩，保
持空氣流通，如學生確診後應落實學生健康自主管理、生病不上課原則以防範群聚感
染。
二、 第一辦公室門口放置抗菌液一桶，班級的抗菌液如使用完畢可自行到第一辦公室盛
裝；另如需要使用漂白水，因考量容器的侵蝕與怕學生誤食，請老師自備容器至健康
中心盛裝漂白水，並以 1:100 比例進行消毒方式；消毒時也請注意空氣流通。

輔導室
一、 10/5(六)補課日週五活動為中高年級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宣導，由輔導室陳
之穎老師宣講，中間有 5-10 分鐘休息時間，請中高年級導師協助帶領孩子們於 8 點前
到活動中心，就學生朝會隊形就坐。麻煩戴依蓉老師協助活動拍照工作。
二、 進行四年級 SPM 測驗，請四年級老師協助登記測驗時段，並於測驗當節課事先協助準
備工作：
（一） 座位調整成考試座位。
（二） 學生桌面只留下鉛筆和橡皮擦，測驗工作將由輔導室進行，導師則在旁協助即可。
三、 生命教育活動-跳蚤市場規劃事宜。
四、 協助 109 學年小一招生活動事宜。
五、 協助特殊生平考報讀。
六、 特殊生鑑定資料送件工作。

國際教育處
一、 本週金句: If you chase two rabbits, both will escape. 追兩兔者，不得一兔。
二、 每週一 10:10~10:25 英語圖書館愛心媽媽說故事已經開始，歡迎一到三年級的同學參
加。10/1(二)10:10~10:25 沃靖閔老師帶領六年級學生表演繞口令，10/8(二)由林心怡老
師的班級唱英文歌 Singing in the Rain。歡迎大家一起來木平台前欣賞，更歡迎其他同
學參與上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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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25(三)由 Mr. Martin 帶領的高年級學生 English Radio Show 開播。
四、 9/30～10/5 檢閱英語老師的教學計畫。

教務處
一、 9/27 召開招生委員會，109 學年度小六自我探索活動時間定於 109.03.07(六)，相關
簡章預計於 11 月完成印製，12 月開始報名。
二、 原訂 10/3(四)中午召開之藝才會議暫停一次。
三、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公開授課時間已公告於學校首頁（網址：
http://www.hn.thu.edu.tw/web/announcement/detail.php?dep=14&cid=9&id=3776）
。
四、 108 課綱高中相關說明會皆已辦理完竣，接續將加強宣導國中課綱變革。
教學組
一、 高一己菁英班校外教學活動於 10/18 日實施，參訪地點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義守
大學醫學院，目前皆已完成相關聯絡作業。
二、 高一己菁英班講座本學期共六場，第一場 9/28 日由東海大學趙偉廷教授主講，講題
為：看清細胞-生物科技和醫藥發展的突破。
三、 高二己菁英班專題成果發表會，預計在 12/18（三）於東海大學茂榜廳舉行，場地部
份已完成登記借用手續。
四、 108 學年度第二外語成果結報作業已完成填報及書面資料寄送作業。
註冊組
一、 第一次評量成績輸入開放時間 10 月 7 日(一)至 10 月 18 日(五)晚上 12:00 止，預計將
於 10 月 24 日(四)寄發紙本成績單。
二、 10 月 19 日(六)進行第一次英聽考試測驗，10 月 31 日(四)寄發成績單及公布相關統計
資料，屆時再請導師將成績單轉發給學生。
實驗研究組
一、 9/27（五）完成校內課程獎勵革新教案競賽收件。
二、 9/26（四）及 10/01（二）將回收高二、高一優質化多元選修課程之課程回饋問卷，待
期末問卷施測後分析學生學習情況。
招生組
一、 學校宣導簡介再印 2000 本，手提紙袋再做 2000 個，做為國高中宣導使用。
二、 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 9/27（五）舉辦完成，將依照會議內容完成工作。
三、 事前拜訪 12 所小學，請分配到的行政人員在近期內完成。

學務處
訓育組
一、 已完成工作：
（一） 一年級、二三年級親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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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室佈置評分。
（三） 校內美術比賽評分、台中市美術比賽報名。
（四） 台中市音樂比賽報名（弦樂合奏、弦樂四重奏、女生合唱）、台中市鄉土歌謠比賽
（福佬語、客家語）、台中市客家合唱比賽報名。
二、 9/30（一）晚上舉行期初家長大會。
三、 調查畢業紀念冊購買人數。
四、 籌備品德教育週相關事宜。
五、 10/7（一）召開期初志工大會。
六、 師生愛閱讀系列活動：閱讀心得徵稿。
生輔組
一、 9 月 20 日(五)上午 9 點 21 分已實施「國家防災日防震災疏散演練」
，過程順利為防震
災做好預防工作，並感謝所有同仁的協助與配合。
二、 天氣已經入秋早晚溫度偏涼，學生制服、運動服可彈性依自己需求穿著長褲、長袖與
外套等制式服裝，禁止穿著便服與便服外套，請協助共同管教。
三、 宣導性別平等相關法規:
（一） 重申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及工友涉及校園性侵害事件，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屬實者，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教師法第 14 條及性別平等教
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 27 條之 1 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
關係及通報不適任人員，以落實維護校園安全，保障學生之受教權。
（二） 依性平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 21 條
第 1 項所定，未於 24 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者，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體衛組
一、 10/3(四)放學前 15 分鐘，請各班清空垃圾、資源回收，負責廁所班級需要在清掃一
次。
二、 10/7(一)發放校慶運動會競賽報名表，10/25 截止收件。
三、 持續督導校園環境維護。

國際教育處
一、 北星學園女子高等學校交流
（一） 交流人數：學生 33 名、教師 2 名、日籍領隊 1 名及攝影師 1 名。
（二） 行程如下：
1. 10 月 25 日星期五/ 10:00-12:00 歡迎會
12:00-12:35 午餐
12:35-13:05 校園導覽
13:05-14:00 入班交流
14:00-15:00 美食文化
15:10-16:50 課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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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各寄宿家庭自由活動
14:00 請寄宿家庭將學生帶回附中
14:30 在附中集合帶往高鐵站
（三） 準備事項
1. 9 月 26 日(五)中午 12:35，地點五樓視聽教室，接待家庭學生說明會。
2. 10 月 16 日(三)請高一、二導師告知學伴人選。
3. 10 月 18 日(五)中午 12:35，地點五樓視聽教室，接待家庭學生及學伴說明會。
二、 北星學園大學附屬高中
（一） 交流人數：學生 57 名及教師 2 名。
（二） 交流時間：10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三、 12 月 2 日星期一外語戶外教育
（一） 國一晁陽綠能園區：Shu-Fan、Andrew、Andy 及 Charlie
（二） 國二小叮噹科學園區：Rick、Angela、Chris P 及 Paul
（三） 國三及高二 ESL 組飛牛牧場：Chris T、Charles、Corey 及 Xavier
四、 寒假英國遊學團
（一）日期：1 月 17 日(五)出發，2 月 2 日(日)回到台灣。
（二）活動說明會時間及地點：10 月 23 日(三)晚上 6:00，五樓視聽教室。
（三）繳交報名參加活動說明會時間：10 月 21 日(一)下午 3:00 前。
（四）繳交參加遊學團報名資料時間：10 月 30 日(三)中午 12:00-13:05。
（五）國一入班宣傳。
五、 國中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時間為 11 月 13 日(三)8:30~12:00；高中小尖兵比賽時間為 11
月 9、10 日(六)及(日)；目前校內安排的排演時間為 10 月 7 日(一)、11 月 1 日(五)外師
會議及 10 月 24 日(四)、10 月 29 日(二)升旗時間。
六、 評鑑準備：
(一) 整潔：所有外語教室、行政辦公室、及走廊。
(二) 工作安排：課程、佈置、電影區。
七、 教學知能成長工作坊
（一） 9 月 27 日(五)下午 13:10-15:00，講師徐碧霞，講題─ 聽說讀寫活動及 creative
projects。
（二） 10 月 4 日(五)下午 13:10-15:00，講師李寶莉，講題─ 桌遊化英語教學。
八、 作業抽查：9 月 23-27 日國一 EEP 及 9 月 30 日-10 月 9 日國二、三 EEP。

輔導室
一、 感謝各處室行政同仁、高一導師、任課老師、實習老師協助，讓 9/24 熱愛生命•守護
地球－2019 年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會師受獎見證愛無疆界活動順利圓滿，學生在典
禮上表現適宜能展現附中的氣質與態度，卡片做得很用心，會後的交流互動很自然，
值得鼓勵，謝謝師長們事先的引導以及在典禮前給予的意見。
二、 9/28 上午場國中升學輔導講座由輔導室主講，下午高中升學輔導講座:牟國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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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學年度講座活動與科系導覽。
（一） 辦理時間:10/21-31 期間。
（二） 參加對象:高中學生，以高三生優先，高二、一生次之，以報名先後順序篩選。每
位學生最多錄取三個場次為原則。
（三） 報名時間:9/30(一)中午 12 點到 10/7(一)下午 12 點。
（四） 報名方式:本校首頁/公告訊息/108 學年度大學院系導覽活動報名，請學生使用網
路報名。
（五） 參加者在該場次下課時要繳交「學習單」，當作出席依據，未繳交者視同缺席。
（六） 場次如下:
日期
節次
校系名稱
10/21(一)

第2節

10/21(一)

第3節

10/21(一)

第4節

10/22(二)

第2節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全英文授課)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全英文授課)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東海大學-景觀系

10/23(三)

第3節

東海大學-哲學系

10/24(四)

第3節

東海大學-會計系

10/25(五)

第2節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25(五)

第3節

東海大學-政治系

10/25(五)

第4節

東海大學-國貿系

10/28(一)

第2節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系

10/28(一)

第3節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

另行通知
四、
(一)

東海大學-電機系

暨南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系

高三 10/18 學測祈願祝禱活動，活動流程如下: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帶領者

事前

由實習老師協助食物/器材的搬運

輔導室

上課

請導師協助發牧師祈願祝禱卡

各班導師

2分鐘

牧師祈願祝禱

校牧室

2分鐘

校長勉勵

鍾興能校長

1分鐘

校長贈送學校暨家長委員會祝福
(請班長出席代表領取高包粽及追分成功車票)

鍾興能校長

3分鐘

「致珍視的你」祈願祝禱影片

輔導室

2分鐘

輔導室結語 (請導師協助發放家長的祝福卡片)

童蕾主任、各班導師

各班自訂

導師勉勵與祝禱時間 (各班共享高包粽時間)

各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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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三各班活動時間
時段

活動內容

13：10 ~ 13：18

高三甲

13：20 ~ 13：28

高三乙

13：30 ~ 13：38

高三丙

13：40 ~13：48

高三丁

13：50~13：58

高三戊

14：05~14：13

高三己祈願祝禱

帶領者

校牧室、鍾興能校長
輔導室童蕾主任

圖書館
讀者服務組
一、 本學期「懷恩分享家-awesome 爾威生講堂」開講場次：
序號

分享家

主題 / 主講者

試講日期

開講日期

1

高二甲
吳家萱

NO.13 海外志工經驗分享
海外志工經驗分享與心得

10/23(三)
12:35-13:05

10/25 (五)
12:35-13:05

2

國三乙
洪凱威

NO.14 FLL 機器人
參加國際 FLL 機器人大賽經驗分享

11/13(三)
12:35-13:05

11/15 (五)
12:35-13:05

3

高一己
王涵如

NO.15 國三教育旅行
去美國猶他州的點點滴滴

12/11(三)
12:35-13:05

12/13(五)
12:35-13:05

4

高二戊
林宥叡

NO.16 我的程式生活
學習編碼經歷與未來展望。(Arduino、C、
JAVA(SE)、SQL 語言)

12/18(三)
12:35-13:05

12/20(五)
12:35-13:05

5

高二己
馮若蓁

NO.17 柬埔寨國際海外志工-YMCA 柬雲者
去柬埔寨做志工做了些什麼?有什麼意義?

12/25(三)
12:35-13:05

12/27(五)
12:35-13:05

NO.18 We Love Dance.
為什麼喜歡跳舞?
如何當一個好的舞者
從小的學經歷
興趣變成專長?以後或許變成職業?
跳舞這條路不好走

12/31(三)
12:35-13:05

1/03(五)
12:35-13:05

高二丙
崔可晴
6
高二乙
陳昕瑤

二、 籌備本學期圖書館委員會：
（一） 會議日期：10 月 14 日(一) 12:10~。
（二） 會議地點：圖書館閱覽室。
資訊媒體組
一、 準備 108 年 9 月 26 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8 年度「高中及高職校園安全衛生輔導
團執行計畫」到校訪視輔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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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五、

持續檢整實驗室、電腦教室、網路機房等教室環境與設備。
重要伺服器例行資料備分。
校園網路穩定度監控。
實驗室安全衛生。

總務處
庶務組
一、 108 年 9 月 16 日至 108 年 9 月 27 日已完成之工作:
(一) 幼兒園園舍木質平臺、圍牆及木質欄杆油漆保養工程。
(二) 小學部活種中心舞台天花板油漆工程。
(三) 小學部活動中心北側及迴廊南側無障礙改善工程建置截水溝蓋板。
(四) 小學部活動中心西側鋁門窗修繕工程。
(五) 小學部西棟校舍一樓廁所漏水抓漏工程。
(六) 小學部教室循環扇換修工程。
(七) 小學部北棟校舍一樓二辦前燈具更新工程。
(八) 小學部校門口五葉松修剪。
(九) 中學部校園花木修剪添加肥料。
(十) 中學部舊校舍牆面玻璃清洗工程。
(十一) 中學部二期校舍三樓會議室打臘清潔工程。
(十二) 中學部教室課桌桌面更換工程。
(十三) 中學部教室黑板維修工程。
(十四) 中學部校園枯木鋸除及草皮修剪工程。
(十五) 中學部二三期校舍電梯設備保養工程。
(十六) 中學部一期校舍教室牆面油漆工程。
(十七) 中學部飛揚舞台帆布裝設工程。
(十八) 中學部二期校舍行政大樓電梯車廂內、外清潔。
(十九)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缺失改善稽核完成。
二、 目前正在進行之工程:
幼兒園
（一） 園舍消防設備改善工程。
（二） 園舍草皮補土保養工程。
（三） 園舍北側紅門換修工程。
（四） 園舍西側儲藏室內水溝排水改善工程。
（五） 園舍兒童遊戲場安全改善規畫作業。
（六） 園舍戲沙池洗滌水槽建置工程規畫作業。
小學部
(一) 活動中心 B1 南側及自然教室 D 規劃建置擋水板。(活動式平時安裝,可拆卸)
(二) 活動中心無障礙通路水溝蓋板改善工程。
(三) 教室黑板換修工程。
(四) 綜合操場北側圍籬維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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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棟一樓廁所漏水抓漏工程。
(六) 西棟屋瓦防漏補強工程。
(七) 綜合操場北側抿石子擋土牆+圍籬維修工程。
(八) 中文圖書館旁栽植五葉松*4 種植工程。
(九) 西棟校舍北側樓梯入口處截水溝建置工程。
(十) 中文圖書館陽光屋採光罩翻修工程。
(十一) 兒童遊戲場安全改善工程。
(十二) 陶藝教室及美勞教室(二) 建置置物櫃規畫作業。
中學部
(一) 大型樹木修剪工程。
(二) 舊校舍 D 棟校舍南側(媒材教室)前水泥走道維修工程。
(三) 輔導室前桂花修剪及花台綠籬修剪工程持續進行。
(四) 籃球場改建風雨球場相關工程。
三、 第三期校舍續建工程-教學大樓目前進度:東海路 93 號、95 號舊校舍已完成拆除作業。
四、 評鑑相關校園環境維護。

人事室
一、 已完成 108 年教師節學校致贈禮券發放作業。
二、 本校 108 學年度員額編制表陳報作業，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來函說明，倘學校之學校
型態、實際班級數等與 107 學年度相同，則毋須再行函報，教育局將依學校 107 學年
度員額編制表逕予核定。本校 108 學年度之學校型態、實際班級數等與 107 學年度相
同，無須再行函報。
三、 配合學務處宿舍輔導人員異動情況，已於 9 月 19 日辦理學務處宿舍輔導人員徵聘公告
事宜，採公開甄選方式辦理，收件截止日為 10 月 4 日。

會計室
一、 國中、國小公務統計報表依教育局規定，除「學生裸視視力」於 10 月 31 日前完成外，
其餘報表請於 10 月 20 日前完成。
二、 教育資源概況統計表依主管機關規定，請於 10 月 24 日前完成上傳。

伍、

討論事項：無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校長補充及回應：
一、 近日看台大精神科鄧惠文醫生的分享，發覺她在掌控人心的驅動或其他內在需求、
動機剖析上非常詳細，若有機會可以邀請她至本校，也鼓勵老師有時間可以上網查
看她分享的影片，相信在面對學生各種狀況時會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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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雨球場預計明年一月份完工，請體衛組與大學體育室協調風雨球場之使用時間管
理，以免影響本校學生宿舍之作息，另外本校東北季風很強，施工中之球場目前沙
石較多，亦請工程單位協助蓋上防塵布，以免沙塵過多影響本校師生；另三期校舍
續建-教學大樓工程預計明年年底完工。

捌、

散會：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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